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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成都 4月 27日电 在
宜宾市这座长江边的城市里，人们说
起英烈，总是会提到朱德和孙炳文：
一位曾经在南溪居住过数年，一位则
是土生土长的南溪人。两人的友谊
也在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1885年，孙炳文出生在南溪城郊
魏家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908年，孙
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
前身）。在校期间，孙炳文不仅学习
成绩十分优异，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

在革命信念的驱使下，孙炳文以
笔为矛，致力于国民革命。他经常出
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撰写宣言、文
件和来往函电，积极开展活动。在南
北议和、革命失败后，孙炳文被推任
《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
深刻，极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
1917年，孙炳文经人介绍和时任滇
军将领的朱德相识。1918年，孙炳
文投笔从戎，应邀到朱德旅部协理军
政事务。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
动后，孙炳文与朱德共同组织了学习
小组，阅读和介绍革命进步书刊，深
感依靠军阀振兴不了国政。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已经离开

军队的孙炳文听闻后，萌生了出国留
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想法。

1922年9月，孙炳文与朱德一同
登上邮轮，从上海前往法国巴黎。10
月下旬，两人在柏林当面向周恩来陈
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
恩来深为感动，介绍和帮助两人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
命开始了新的起点。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
起了大革命高潮。革命形势的迅速
发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中共
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
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先到北京，年
底到革命的中心广州，任国民革命军
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
授。

1926 年 6 月，孙炳文调任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与周恩来、
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工作交往密
切。同年 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
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
主任，一方面负责领导粤、桂及闽南

工作，另一方面负责筹备经费、枪
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
的工作。

1927 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
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6日，
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
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
海前往武汉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而被
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
遭到他的痛斥和严正拒绝。4月 20
日，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
时年仅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闻讯十分悲
痛。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朱
德亲自撰文纪念孙炳文，称赞他是

“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
士”。

坚定的革命意志与高尚的品格，
让孙炳文烈士为后人铭记。家乡南
溪区的红色旅游规划中，孙炳文纪念
馆正在新建，预计2020年竣工，届时
将会和朱德旧居陈列馆、朱德纪念馆
等一起供市民、游客瞻仰。

孙炳文：革命锐志留佳话

新华社板门店 4 月 27 日电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27日在板门店举
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
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
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首尔时间 18时（北京时间 17
时）左右，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
家”，文在寅与金正恩在会谈结束
后签署《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
统一的板门店宣言》。两人在签字
桌前笑容满面地拥抱庆祝，“和平
之家”内响起热烈掌声。

文在寅说，“半岛将不会再有
战争，新的和平一页已经开启”。
金正恩表示，为让全民族在没有战
争的土地上开启“幸福繁荣的新时
代”，他与文在寅怀着“历史责任感
和使命感”达成了共识。

宣言明确了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的共同目标。双方宣布，为在
年内把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转换为
和平协定、构建永久巩固的和平机
制，将积极推动韩朝美三方会谈或
韩朝美中四方会谈。

宣言承诺，韩朝双方将全面
停止“敌对行为”，加强交流合作，
在开城设立南北共同联络事务
所、举行离散家属会面等活动。
双方商定，文在寅将于今年秋天
访朝。

当天上午，金正恩在板门店跨
越军事分界线，与文在寅会面，成
为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首位踏上
韩国土地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在
为期一天的会晤中，双方举行了多
次会谈，植树留念，并共进晚餐，共
话半岛和平与繁荣。

这是韩朝间第三次首脑会
晤。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
朝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首次
会晤，签署了《北南共同宣言》。
2007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朝，与
金正日签署了《北南关系发展与和
平繁荣宣言》。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 27日就朝韩领导人会晤
发表谈话。

陆慷说，今天朝韩领导人成功举
行会晤，就改善双方关系，缓解朝鲜半
岛军事紧张，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
持久和平达成重要共识，发表了共同
宣言。此次会晤取得的积极成果有利
于增进双方和解与合作，维护半岛和
平与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
程。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和欢迎。

他说，朝韩同属一个民族，中方
一贯支持朝韩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建
立相互信任，改善彼此关系。这符合
双方和本地区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
会共同期待。

“我们希望并相信朝韩双方能够
落实好此次领导人会晤共识，持续推
进和解与合作。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对
话势头，合力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
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愿为此继续
发挥积极作用。”陆慷说。

外交部发言人就朝韩领导人会晤发表谈话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
半岛无核化目标发挥作用

相关新闻

朝韩首脑签署宣言
双方确认无核化目标 文在寅将于今年秋天访朝

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左二）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右二）
在板门店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心事浩芒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用鲁迅先生“心事浩芒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句诗来描写王广
亚父女创建升达学院最为贴切、最能
感人、最显震撼。王广亚先生祖籍河
南巩义，早年旅居台湾。改革开放后
的上世纪90年代初回大陆探亲，在女
儿王淑芳的陪同下，他看到河南的教
育比较落后，了解到家乡许多子弟都
无大学可上，心情异常沉重。于是，
叶落归根的情怀，回报家乡父老养育
之恩的愿望，促使他决心在家乡办
学。

那个时期，境外来大陆办学谈何容
易！没有政策，没有先例。王广亚先生
在女儿王淑芳的协同下，坚信办教育是
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以俯视广远的目
光，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多次到省里找
政策，又北上京城了解信息，寻求帮
助。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繁琐，一次次，

一趟趟汇报，终于获得了河南省政府、
国家教委同意办学的签批文件。接着，
他们又成立筹备处，寻找校址、勘探设
计、开工建设、诚聘教师、招收学生，只
用了一年的时间，使独特而亮丽的升达
学院在郑州新郑市小乔镇（现为龙湖
镇）这个沟壑纵横、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拔地而起。创造了教育界一年建设、一
年招生开学的“升达速度”，震惊了海峡
两岸。升达在龙湖镇建设后，接二连三
又有9所高校先后在这里落户。真可
谓一所高校牵起一座大学城！如今，龙
湖镇的干部群众时常夸讲道，改革开放
后，贫穷落后的小乔村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其间，升达大学功不可没！王
广亚、王淑芳功不可没！

王广亚先生是我省境外投资在豫
办学的开拓者，是我省民办教育的先行
者，是豫台文化教育交流的使者和光辉
典范。二十多年来，他的名字和他创办
的学校，在河南教育事业上产生了重大
影响。王淑芳则是父亲王广亚完成伟
大壮举的有力推动者与执行者。

回报桑梓 爱国为民教育家

1993年，王广亚先生来家乡办学，
国家没有政策、全国各地没有先例。当
时，王淑芳陪同父亲找到河南省政府，
提出办学请求。省领导都非常欢迎，但
是没有当即做出答复，因为领导们不清
楚我国的“教育”领域是否也可以对外
开放？如果开放，开多大？开了以后学
校怎样办？心里没底。领导们最为担
心的是境外投资即便可以在大陆、在河
南办学，这所学校能否坚持贯彻党的社

会主义教育方针？能否为祖国培养社
会主义接班人！办学期间是否会有“资
本主义”“西化”等与社会主义相悖的思
想在学校渗透？

领导们在商讨此事时，曾列举当年
北平和平解放时，原国民党北平司令傅
作义将军的女儿付冬菊，为党从中做统
战工作，劝说父亲起义起到很大作用，
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而今，
王广亚从台湾来河南办学，他的女儿王
淑芳是在大陆长大，多年受党教育，拥护
共产党、有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应让
王淑芳参加政协，履行统战职责，感化她
父亲，帮她父亲建设好、管理好学校，使
这所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后来，王淑芳当上河南省政协委员，并先
后担任七、八、九、十4届政协委员达17
年之久。事后，当她获知这个情节时笑
着说，其实大可不必，我父亲是一个真
诚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教育家。王
淑芳不仅协助父亲成功创建升达、管理
升达，而且，在政协委员任上，参政议
政，尽心尽责，同样做出了优异成绩，她
的提案多次获得优秀奖。

国际化 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

升达建校初期，创办人王广亚先生
就提出“国际化、资讯化、公园化”的办
学目标。王淑芳董事长说：“我们要秉
承创办人的办学理念，把升达办成在国
内外都有影响的民办大学。”在他们的
思想指导下，建校25年来，升达学院在
开拓创新、加强内涵发展的同时，注重
国际交流与合作，已和美国、法国、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8个国

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开展办学、教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
学术交流。学校还先后与美国诺实务
大学、布纳威斯塔大学，韩国庆熙大学
等高校缔结为“姊妹校”。

近两年，学校积极拓展与国（境）外
大学之间的师生交流项目，开拓教师出
国出境培训交流新渠道。目前，已开展
教师出国出境交流、学生交换等各类研
修项目10余个；已选派14名优秀骨干
教师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阿尔及利亚奥兰大学研修交流或
执教；有18名学生分赴台湾育达科技
大学、义守大学、台东大学以及美国佐
治亚西南州立大学、马来西亚城市大学
等 5所院校研修；另有 2名英语专业
2018届毕业生被国家汉办选拔为汉语
教师志愿者，将赴泰国辅仁大学、南非
约翰内斯堡孔子学院任教。

在豫台文化交流方面，升达已承
办海峡两岸会计学、国际金融实践教
学等10余场学术研讨会，坚持选派优
秀学生赴台学习，多次组织“孔子行
脚”“跨越海峡 相约中原——青年夏
令营”等两岸大学生交流活动，被誉为
豫台文化交流的典范。

2017年 6月，美国佐治亚西南州
立大学副校长普维斯教授一行慕名前
来升达参访，贵宾们对升达的办学特色
高度赞扬，认为两校均以商科类专业为
主，合作前景很好，当即在师生交流、科
研等项目上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4月，“新加坡新中企业家协会
莅升达参访交流座谈会”在该校举行。
会上，新加坡国家文化奖项主席、新加

坡长者智库高级顾问蔡志礼博士讲道：
“我作为一位资深教育家却被升达的教
学精神深深打动，我为升达能有这样的
特色教育与环境而感到骄傲！”

转型发展 人才培养质量快速提升

近两年，升达学院以评促建，走立
德树人、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
发展思路：坚持“一个根本”，即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突出“两个服务”，即服务
学生和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着力“三个提升”，即提
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基于地
方的应用科研水平，提升管理服务能
力；落实“四个促进”，即促进教学条件
建设，促进教学经费投入，促进教学管
理规范，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实施“五
大工程”的发展，即教学质量提升工
程、教师素质提升工程、教学保障建设
工程、校企合作发展工程、文化育人工
程。

学校积极探索应用型文科高校转
型发展路径，实施“校企合作发展工
程”，筑巢引凤，吸引圆通科技有限公
司等19家企业入校，为学生提供真操
实做的工作场景，建设了 130多个校
外联合培养基地。通过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提升了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
素养，实现校企合作育人、共赢发展。
学校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将双
创教育贯彻人才培养全过程，增强学
生创新意识，提高创业就业能力，2016
年荣获“全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文化建设奖”。
近年来，学校的平均新生报到率

为 94.34% 、毕 业 生 初 次 就 业 率 为
91.81%，均高出省 10 个百分点。如
今，学校已向社会输送近 7万名各类
人才，培养了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
级协调官李新艳，解放军某部王杰班
战士王楠，河南省政协委员、福临门置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响，郑州航空港
实验区建投公司董事长沈立，盛世乐
居（纳斯达克上市）联合创始人李建保
等为代表的干有所成的优秀人才；还
有以牛津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世界银行顾
问胡玉玮为代表的学有所成优秀人
才。学校先后被授予“河南省优秀民
办学校”“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高
校”等荣誉。

升达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始终做到“三个坚持”：坚持“公益
性、非营利”办学；坚持“地方性、应用
型”办学；坚持“重做人、重养成”教育
理念，近两年，取得了全省同类高校中
省级重点学科、省级品牌专业 2个最
多的高校；学校是全国唯一入选教育
部“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百千万工
程）”的民办高校，也是全国唯一获得
图书馆界最高荣誉“全民阅读示范基
地”的民办高校，成绩显著，校誉日隆！

如今，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影响力在民办教育
领域越来越大，学校正在向高水平、地
方性、应用型的发展道路上快速奔跑！

一所影响河南教育的一流民办高校
——写在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董事长王淑芳女士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影响河南十大教育人物”称号之际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挂牌仪式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广瀚

重点提示：

改革开放之后，郑州升达经

贸管理学院董事长王淑芳女士

协助其父亲、台湾豫籍著名杰出

教育家王广亚先生，回馈桑梓，

在家乡郑州创建了河南省第一

所境外投资的民办本科高校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被

称之为“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誉

为河南民办教育史上的一座丰

碑，在我省教育事业上产生很大

影响。4月26日上午，在河南日

报社主办的“第九届河南高等教

育领军高校高峰论坛”上。郑州

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董事长王淑

芳荣获“改革开放 40周年影响

河南十大教育人物”称号，为什

么她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

我们走进升达，了解王淑芳。

王淑芳董事长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影响河南十大教育人物”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27日全
票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全面加强
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英烈保
护法将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英烈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和人
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

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
家保护英雄烈士，对英雄烈士予以褒
扬、纪念，加强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
神的宣传、教育，维护英雄烈士尊严
和合法权益。

英烈保护法强调，以侮辱、诽谤
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英烈保护法还对烈士纪念日、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英雄
烈士抚恤优待制度、英雄烈士事迹和
精神的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

侮辱诽谤英烈可追究刑责


